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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议案》，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核

销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情况概述 

（一）提取十四项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424,397,975.85 元 

① 应收账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依据历史经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应提取坏账准备

131,413,506.12 元，依据单项计算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0 元，由于企业

合并范围变化转出坏账准备 149,850,024.05 元，抵减期初坏账准备的账面余额

215,969,539.99 元，应补提坏账准备 65,293,990.18 元，实际补提 65,293,990.18

元。 

② 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依据历史经验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应提取坏账准备

346,528,912.63 元，依据单项计算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177,461,205 元，

由于企业合并范围变化转出坏账准备 34,321,053.85 元，抵减期初坏账准备的账

面余额 199,207,185.81 元，应补提坏账准备 359,103,985.67 元，实际补提

359,103,985.67 元（本年计提 365,750,274.02 元， 本年转回 6,646,288.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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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114,181,854.12 元 

依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单个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计算

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376,485,649.87 元，本期处置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

同时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2,974,680,321.96 元，由于企业合并范围变化转出存货跌

价准备 353,528,340.92 元，抵减期初存货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1,590,512,458.63 元，

应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6,114,181,854.12 元，实际补提 6,114,181,854.12 元。 

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大，主要系综合考虑投资物业所在地的市场状

况，项目自身的定位、开发及销售计划等因素，本公司对项目可变现净值进行了

减值测试，对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本年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项目名称 本期增加 

在建开发产品 西安蓝光长岛国际社区 498,041,067.31 

在建开发产品 南宁雍锦澜湾一期 442,944,924.83 

在建开发产品 南宁雍锦澜湾二期 341,456,504.59 

在建开发产品 蓝光雍锦锦汇 329,408,197.02 

在建开发产品 达州芙蓉风华 321,285,590.65 

在建开发产品 其他项目 545,964,940.42 

完工开发产品 重庆中央广场 252,822,840.15 

完工开发产品 重庆 COCO 时代 264,312,211.62 

完工开发产品 乐彩城 114,510,321.82 

完工开发产品 花满兰亭 125,525,589.94 

完工开发产品 成都幸福满庭 62,257,301.76 

完工开发产品 其他项目 1,076,510,308.69 

其他存货  1,445,851.07 

 合计 4,376,485,649.87 

（3）本期无需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4）本期无需计提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5）本期无需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6）本期无需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7）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3,649,492.96 元。 

依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单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提

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7,730,533.12 元，抵减期初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账面余额

4,081,040.16 元，应补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3,649,492.96 元，实际补提 63,649,4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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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8）本期无需计提工程物资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9）本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97,778,429.57 元。 

依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单项在建工程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提

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97,778,429.57 元，抵减期初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账面余额 0 元，

应补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97,778,429.57 元，实际补提 397,778,429.57 元。 

（10）本期无需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1）本期无需计提油气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2）本期无需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依据2021年12月31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

按单项无形资产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 2,837,945.37 元，抵减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年初余额 2,837,945.37 元，应补提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0 元，实际补提 0 元。 

（13）本期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14）本期无需计提其他减值准备的事项发生。 

（二）本期处置资产情况 

本期处置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 6,562,495,883.22 元，转销存货跌价准

备 2,974,680,321.96 元，处置净损失-146,832,642.57 元。 

（三）对财务成果的影响 

2021 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处置资产共计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6,739,327,549.31 元，其中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424,397,975.85 元，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6,114,181,854.12 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63,649,492.96 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97,778,429.57 元，

处置资产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146,832,642.57 元。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

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是基于审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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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的审核意见 

经监事会审查，公司 2021 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暨核销。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30 日 


